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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书士咨询会  ◆免费  ※仅对应日语 

 

日期：10月 22 日（六）10：00～16：00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2楼 201教室  

内容：新潟县行政书士会的行政书士们在场为您解答 

在留资格、国际婚姻、永住许可、归化、日本商 

务、遗嘱继承等生活相关的问题。 

其他：无需预约，请直接前往咨询地点。 

咨询：新潟县行政书士会新潟支部   

担当：高野 ☎ 070-1189-8555  

http://gyosei-niigatashibu.com 

外国籍儿童的市立小学・初中入学手续 

 

新潟市教育委员会将于 9月下旬给 2023年 4月就读小学・ 

中学的儿童所在家庭邮寄入学指南。有就读意愿者，请在指南

上记载的期限日之前，前往市教育委员会学务课，或是区教育

支援中心办理手续。未收到入学指南但有就读意愿者，都可以

通过办理此项手续就读，手续全年受理中。 

新潟市教育委员会 学务课  

☎ 025-226-3168 

对象：

・小学 2016 年 4 月 2 日～2017 年 4 月 1 日出生的孩子 

・初中 2010 年 4 月 2 日～2011 年 4 月 1 日出生的孩子 

 

 

发行：（公财）新潟市国际交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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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都漫兴每月初发行，免费邮寄给新潟市内居住的中

国朋友，如果需要的话，请联系我们。 

◆来源于网络的部分图片及文章等出于传递更多信息

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版权，敬请联系，

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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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外语信息报● 

信息报《柳都漫兴》电子版网络链接， 

http://liudumanxing.wordpress.com/ 。  

期待您的光临！  

 

 

 

 

 

 

 

大家好！ 

我叫 Williams Alyssa。从 8 月

份开始，我作为新潟市的国际交流

员，就职于新潟市。能够成为国际

交流员来到新潟市，我很开心。 

   我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长大。丹佛和新潟有点相似，山脉

和滑雪很有名。因为动画的缘由， 

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对日语和日本文化感兴趣

了。高三那一年，我去了长野县留学，回国后我就决定将来

还想在日本生活。之后，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学了日语和汉

语专业。然后，大学期间，又留学去了东京和大阪。大学毕

业，又在科罗拉多大学研究院研究了日本古典文学。即使现

在，我仍然对动画和漫画感兴趣，当然，我也喜欢日本的历

史和时装。 

   作为国际交流员，我想为各位新潟市民介绍美日两国文

化以及生活的差异，同时，也将介绍两国的相似之处。为了

加深美国与新潟市的交流，我会努力。期待能在文化理解 

讲座和学校访问时见到大家。今后还请多多关照。 

终究到了与大家告别的时候了。 

感谢大家在这七年里对我的关照。真 

的让人难以置信，时间居然过得这么

快。比起我的家乡，新潟市更让我有

身处故乡的感觉。 

托大家的福，我在这里得到了成

长。和刚毕业就来到新潟时相比，现

在的我，宛若他人。刚开始时，我因 

为紧张和不够努力，没能很好的使用日语，给大家添了不少

麻烦。后来因为一直呆在新潟，每天都使用日语，现在的我

虽然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已经可以用流利的日语交

谈和书写了。 

    并且，托大家的福，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丈夫，并且过

上了幸福的婚姻生活。我不知道新婚具体指的是到什么时

候，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新婚旅行中，现在在西班

牙。不过，大家不要担心，我会回到新潟继续生活，我们下

次再见！ 

    感激之情，无以言表。衷心感谢大家！再见！ 

 

新潟市原美国国际交流员  

Woolson Charlene 

 

http://gyosei-niigatashibu.com/
mailto:kyokai@nief.or.jp
https://www.nief.or.jp/
http://liudumanxing.wordpress.com/


 

  新潟市国际交流协会相关活动 

高中小学生的日语学习辅导

教室 

新潟市内日语学习教室 

免费线上日语学习教室 

 

りてらこや新潟（Literakoya Niigata）线上日语教室＋学习会 
 

时间：每周一、周三的 20：00～22：00 

（周一有会英语和乌尔都语的工作人员，周三有会汉语的工作人员。） 

内容：20：00～21：00学习初级日语，21：00之后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学习相应的内容。 

报名：りてらこや新潟  literakoya_niigata@yahoo.co.jp 

佐佐木 090-6684-2346 

其他：如果学校的作业或是习题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参加我们的学习会。 
 

第 10 届快乐日语教室交流会  ◆免费 
 

时间：11月 5日（六）10：30～12：00 (10点开始签到)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5楼 交流厅 

名额：前 50位报名者 

内容：来自日语志愿者教室的学生的演讲， 

留学生介绍日语的学习方法， 

乐器演奏等。 

其他：欢迎穿民族服装前来参加活动 

报名・咨询：快乐日语教室交流会实行委员会 

            新潟市国际交流协会内 

にこぱる 10月学习辅导  ◆免费 
 

对象：日语非母语的小学生～高中生 

咨询：本协会 

 

❑にこぱる日语教室 

时间：每周三 9：30～11：30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2楼 202教室 

❑にこぱる补习班  

时间：每周六 10：00～11：45（10月 29日休课）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2楼 201教室 

 

新潟市内日语志愿者教室 
 

※想利用课余或闲暇时间学习日语的朋友看过来～ 

二维码扫一扫，轻松查看新潟市内日语志愿者教室的日

程安排表。 

（报名参加事宜，请直接联系各班级老师😊） 

网址：https://www.nief.or.jp/zh-hans/jcvg 

 

                             

请扫二维码→ 

 

                             

※参加活动者请佩戴口罩，做好手部消毒，并配合工作 

人员测量体温。您的理解与配合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日本文化体验——插花 
 

时间：11月 16日（三）14：00～15：00 

（13：30开始签到）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4楼 401教室 

名额：前 10位报名者 

费用：1000日元 

（插完的花可以带回家） 

报名：请致电本协会完成报名。 

2022 年秋季日语学习班开始报名啦！   
                             

上课时间：9月 27日（二）～2月          

上课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教室                            

课程套餐：上午班 10：00～12：00                           

          晚间班 18：30～20：00                            

学    费：7000～15000 日元   

         （教材费另算）          

名    额：每个班级各招收 10名左右 

注    意：报名时有分班小测试，根据考试成绩来分班。 

咨询报名：本协会 

身边的韩国—“K-POP 讲演会”  ◆免费 
 

时间：10月 29 日（六）14：00～15：30 

（15：00开始签到）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4 楼 放映厅 

名额：前 70位报名者 

内容：K-POP的历史，第 3代至今的代表性组合及歌手，

K-POP相关猜谜等等。 

报名：请致电本协会完成报名。 

 

 
 

 

 

 

mailto:literakoya_niigata@yahoo.co.jp
https://www.nief.or.jp/zh-hans/jcvg


 

 

 

 

 

  

 

 

 

 

材料 
 

牛油果               2 个      青柠（或者柠檬）   1个 

西红柿（中等大小）    2 个      香菜               少许 

圆葱（中等大小）      半个      盐                适量 

 

 

准备工作 

 

牛油果切半去皮去核 

西红柿切丁 

圆葱切丁后过水去辣味 

香菜切成碎末 

 

 

 

●≪国际料理教室≫ 

时间：10月 20日（四）、22日（六）、23日（日）  11：00～14：00 

菜单：意大利面包、意大利蔬菜汤、时令蔬菜料理、豆类料理、甜品豆花、无酒精鸡尾酒。 

费用：外国人 1800日元/人 
 
≪外国人料理教室≫ 

时间：10月 30日（日）  11：00～14：00 

菜单：鸡蛋羹、萝卜泥拌菊花和葡萄、乡土炖菜、胡萝卜饭、土豆味噌汤。 

费用：1600日元/人（请至少 2 人一起报名） 
 
报名：☎ 0250-24-6859 上野（截至开课日三天前）  
地址：新潟市秋叶区荻岛 3-4-16  ※根据市场的进货情况，菜品会有所调整。 

 

 

 

 

料 理 角 

步骤 
 

①牛油果放入盆中撒上盐，挤上青柠汁。用叉子或者压泥器捣烂。 

②西红柿丁和圆葱丁挤干水份，放入捣烂的牛油果中。 

③加再入香菜末，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食盐，拌匀即可。 

 

※搭配墨西哥玉米片、三明治、苏打饼干或是法棍一起吃。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加入绿

辣椒丁。牛油果容易氧化变黑，所以请尽快吃完。 

墨西哥牛油果酱（Guacamole） 

栗子饭 

用料<6人份> 

 

大米（新米） 2杯    

糯米（新米） 3杯    

 

※请自行准备 

    头巾和围裙。 

 

水             4
1

3
杯                                   

步骤： 

① 焖米饭之前 30分钟，将大米洗净后放在网篮上静置沥水。 

② 把大米和 4
1
3杯的水、去皮的板栗、酒、盐放入电饭煲里煮。 

③ 把毛豆放入煮好的米饭里搅拌均匀即可。 

去皮板栗         15个      

日本酒           2大勺 

盐               1小勺 

毛豆（煮过的）   半杯 

 



 

外国人咨询中心新潟 专家免费咨询会（预约者优先） 

 

咨询方法：电话、邮件、来访，也可事先预约后在线上咨

询。 

▲出入境手续咨询会：10月 11日（二）13：00～17：00 

▲行政书士咨询会：10月 26日（三）10：00～17：00 

▲教 育 咨 询 会 ：每周二 13：00～17：00（仅电话咨

询） 

咨询地点：万代岛大厦 2楼（新潟市中央区万代岛 5-1） 

☎ 025-241-1881   ※有汉语口译为您服务。 

邮箱：nia10@niigata-ia.or.jp 

※详情请点击网站：https://www.niigata-ia.or.jp 

 

 加深对遗华日本人等的理解—新潟站集会   

 

时间：11月 19日（六）13：00～16：00（12：30开场） 

地点：新潟ユニゾンプラザ 4楼  大研修室  

      新潟市中央区上所 2-2-2 

名额：前 100位报名者 

内容：通过影片阐述遗华日本人等的历史背景，来自战后

年代的讲述者的讲话等。 

报名：☎ 03-5807-3171（9：30～17：45） 

每周一休息 

FAX 03-5807-3174  

邮箱 kikaku@sien-center.or.jp 

连环画剧&小型音乐会  ※免费 
 

 

时间：10月 23 日（日）10：00～11：30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4 楼 放映厅 

 内容：多国语言的连环画剧介绍，小型音乐会 

（邀请了女高音歌手小山瑠美子等来出演） 

报名：无需报名，当天请直接前往会场。 

咨询：夢の橋 荒川 

📱 090-6684-1108 

 

 

自行车保险义务化 
 

  2022年 10月 1日开始，新潟县自行车保险将实施

义务化。为了让被害者能够得到快速救治，以及减轻

加害者的经济负担，必须加入自行车保险。此外，骑

自行车时，建议佩戴安全帽。 

   

 

  

取景：南区『笹川邸』 

作者：眞岛（新潟市国际交流协会 事务局长） 

mailto:nia10@niigata-ia.or.jp
https://www.niigata-ia.or.jp/

